
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
GUANGZHOU� CULTURAL � INDUSTRY� FAIR

责编/陆德洁 苏碧青
美编/王军 校对/潘丽玲

报料热线：（020）114 转羊城晚报报料、（020）87776887� � Q友报料：87776887 发行客服：18925108933订报电话：（020）87133333 金羊网：www.ycwb.com 手机金羊网：wap.ycwb.com�� 羊城晚报新浪微博：weibo.com/ycwb2010

广州市区天气预报： 多云到晴，气温 19℃到 27℃，相对湿度 30%到 55%，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 羊城晚报社出版/国内统一刊号/ＣＮ44—0006�邮发代号：45—6��新编第14512号/广州地区 16 版

1957 年 10 月 1 日创刊

2019年11月 星期三 己亥年
十月初十

6 27℃
19℃

羊城晚报微信公号 羊城派微信公号

在深圳的银行提取 、存入现金超过 20 万元 ，以后办理
业务时或需进行登记。 5 日，央行官网挂出《中国人民银行
关于在河北省 、浙江省 、深圳市试点开展大额现金管理的
通知》，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。 《通知 》明确 ，三地对公账户
管理金额起点均为 50 万元 ， 对私账户管理金额起点分
别是河北省 10 万元 、浙江省 30 万元 、深圳市 20 万元 ，
客户提取 、存入起点金额以上的现金 ，应在办理业务时
进行登记 。 试点为期 2 年 ，分地区分阶段实施。

央行方面表示 ， 目前我国多元化支付方式能满足绝
大多数社会公众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 ， 绝大多数公众日
常现金使用量都低于规定的大额现金管理金额起点 ，不
存在任何不便 ；如果超出 ，只要依规履行登记义务 ，大额
存取现金不会受到限制。 (戴曼曼)� � � �

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口博览会

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
倡议共建开放合作、开放创新、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

五大举措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
■继续扩大市场开放 ■继续完善开放格局 ■继续优化营商环境 ■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 ■继续推进共建“一带一路”

习近平关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《决定》的说明发布
详见 A2、A3

李希到省消防救援总队和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调研

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
扎实做好消防救援和边防检查工作

相关报道见 A4、A5

深圳拟试点
开展大额现金管理

5 日，习近平出席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《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》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 发 开幕式后，习近平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新华社 发

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、
通讯员粤仁宣报道 ：11 月 5
日，记者从广东省人社厅获悉，
为进一步规范广东一次性失业
保险金计发标准， 该厅起草了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
次性失业保险金计发标准的通
知 （征求意见稿 ）》 (以下简称
《征求意见 》)， 并将于 12 月 5
日举行听证会。记者注意到，此
次调整以来粤就业人员为主。

记者了解到，本次《征求意
见》不仅调整了支付对象范围，
还对发放标准以及发放方式进
行了调整。

一次性失业保险金的支付
对象包括两类： 一是符合失业
保险金领取条件但不具有本省

户籍、 要求不在参保地按月享
受失业保险待遇且不转移失业
保险关系的失业人员； 二是要
求不在参保地按月享受失业保
险待遇、 失业后返回原境外居
住地但不能转移失业保险关系
的港澳台在粤就业人员、 外国
籍在粤就业人员等。

在调整计发标准方面，现
行《失业保险条例》规定，失业
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
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满 １ 年
不足 ５ 年的，领取失业保险金
的期限最长为 12 个月；累计缴
费时间满 5 年不足 10 年的，领
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
18 个月； 累计缴费时间 10 年
以上的，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

限最长为 24 个月。失业保险金
的标准， 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
资标准、 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
活保障标准的水平。

调整后， 失业人员按参保
每满 12 个月计发 1 个月的一
次性失业保险金， 最长可申领
的一次性失业保险金不得超过
24 个月。 1 个月的一次性失业
保险金标准为其本人失业保险
关系所在地级以上市月最低工
资标准的 90%； 参保缴费不足
12 个月的部分，不计发一次性
失业保险金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 失业人员
虽未到法定退休年龄， 但已领
取养老保险待遇的， 不得申领
一次性失业保险金。

记者 6 日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，公安部 A 级通
缉犯张立创已于 11 月 5 日 19 时许到清远市公安
局投案自首，系全国 20 名 A 级通缉犯首名到案人员。

11 月 4日，公安部对 20 名重大涉黑恶在逃人员发布 A
级通缉令。 其中，第 18 号在逃人员张立创是清远市以陈某
辉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重要人员 ，因涉嫌参加
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公安机关上网追逃。

目前 ， 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。（黄丽娜 粤公宣）

在粤就业外省籍、港澳台籍、外国籍人员请留意

失业保险金拟调整一次性计发标准
下月举办听证会，报名申请截止时间为 11 月 15 日

多种途径
可报名参与听证会
根据广东省相关规定 ， 省人社

厅拟对 《征求意见稿 》举行听证会 。
听证会时间为 12 月 5 日 15:00 至
17:00。

省人社厅表示， 将结合听证报
名人的行业特点、专业知识、所持观
点等，合理确定听证参加人的比例，
按照用人单位及群众代表、 专家学
者 1:1 比例 （视报名情况调整 ），遴
选 8-10 名听证参加人 ，并送达 《听
证通知书》以及听证会相关材料。 公
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可通过书信、传
真、 电子邮箱等方式报名参加听证
会。 听证会报名申请截止时间为 11
月 15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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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级通缉犯张立创在清远自首 今今天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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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商平台“二选一”面临反垄断调查
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5 日召集 20 多家平台企业召开

“规范网络经营活动行政指导座谈会 ”。 相关负责人指出 ，
互联网领域 “二选一”“独家交易 ”行为是 《电子商务法 》明
确规定禁止的行为 ，也违反了 《反垄断法 》《反不正当竞争
法》等法律法规。 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各方反映强烈的“二选
一”行为依法开展反垄断调查。 （新华社）

会动的
清明上河图
来到广州
20 日起对公众开放

详见 A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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